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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经开国土交易告字〔2020〕8号

经中牟县人民政府批准，中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郑政经开出〔2020〕17号（网）、郑政经开出〔2020〕18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
发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均为储备用
地。 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建设用地规划
设计条件通知书》，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
城乡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
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网
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
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方式
出让，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公告时间为:2020年 6月 13日至
2020年7月2日。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
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官网http://www.zzsggzy.
com/“办事指南”窗口），登陆郑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郑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官网点击“交易主体登
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牌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
7月17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
间为2020年7月15日17时。网上交易

活动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竞得人持《网
上竞得证明》和其它相关资料（详见挂牌
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7021
房间进行查验，通过后签订《竞得结
果》。竞得人取得《竞得结果》后需携带
相关审核资料于2个工作日内到郑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东配楼二楼交
易科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
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出让地块竞买方式和出让

金缴款期限等事项按照《郑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
健康发展的通知》（郑政办〔2016〕60
号）。本次地块出让价款缴纳期限为合
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对
上述地块备案的相关政策。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
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挂牌出
让须知》。

（四）郑政经开出[2020]17号（网）
地块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设；郑政经
开出[2020]18号（网）地块可不采用装
配式建筑技术。

七、联系方式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
联系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东配楼二楼交易科。
联系电话：0371-66780991
联 系 人：闫先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

郑发大厦7021房间
联系电话：0371-67188193

0371-67188059
联 系 人：郭先生、仝先生
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中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6月13日

编号

郑政经
开出
[2020]
17号
（网）

郑政经
开出
[2020]
18号
（网）

土地
位置

经南七路以
北、经开第二
十二大街以
东、经开第二
十三大街以西

经南七路以
南、经开第二
十二大街以
东、经开第二
十三大街以西

使用权
面积
（㎡）

14294.42

18124.16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批发
市场、餐饮、旅
馆用地（地下空
间为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零售商业、批发
市场、餐饮、旅
馆用地（地下空
间为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2.0

＜2.0

建筑
密度
(％)

＜45

＜45

建筑
高度
(米)

＜40

＜40

绿地率
(％)

＞25

＞25

投资总额
(万元)

≥
17155.7744

≥
21787.2312

起始价
（万元）

12686

16114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2686

16114

出让
年限
（年）

40（地下
40年）

40（地下
40年）

开发
程度

五通
一平

五通
现状

“郑州模式”开启，支付宝
联合商家出资发放1.3亿
元消费券

据了解，本次发放的“郑
州模式”消费券是由支付宝主
办并联合郑州本地优质商家
共同出资，开展的联动惠民促
销活动。本次消费券规模总
计1.3亿元，合计154万份消
费券卡包。6月13日至6月
19日，每天上午10点，郑州市
民可以上支付宝搜索“消费
券”，一键领取价值85元的消
费券卡包，每人限领一份。卡
包内含5张消费券，面额分别
为2元、3元、10元、20元、50
元。

郑州市民领取消费券
后,可在消费券下方的“附近优
惠商家”,查看当前位置周边可
以使用消费券的商家，以方便
精准使用。

“郑州模式”消费券使用满
减规则如下：

1.满10立减2元消费券：
郑州市区内所有活动参与商家
都可使用。

2. 满30立减3元消费券：
悦来悦喜、福状元、眷茶、亿佳
优鲜、邓记叫化鸡、巩义新大
新、福晶园、鲜货仓生活广场、
六合便利、邵东家猪蹄等。

3. 满 50 立减 10 元消费
券：阿利茄汁面、魏家凉皮、美
味滋乐、卡吉诺、香雪儿、爱上
零食屋、好想你等。

4. 满100立减20元消费
券：郑州百货大楼、大秦水果、潮
汕记、爱上零食屋、好利来等。

5. 满150立减50元消费
券：汕锦记、爱尚果缘、天威汽
车销售、北角秀味港式茶餐厅
等。

郑州现象引起热议：持续
推出消费券 精准扶持小
商家

据了解，本次发放的创新

模式的郑州消费券也是顺应民
心之举。今年两会期间，多名
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针对
郑州首期消费券拉动比稳居全
国前列的“郑州现象”进行热
议。

全国政协常委、河南工商
联主席梁静说，发放消费券可
以拉动内需，通过拉动内需来
稳定信心、推动经济的复苏。
她还建议，财政资金投入的消
费券多设计一些小面额，精准
扶持小商家。地方政府还可以
利用数字贷款、数字支付、消费
券等数字化优势，扶持一批数
字化服务商，帮助“不会转、不
敢转”的小店进行数字化转型。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
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买世蕊认为，在政
府报告中促消费是今年的一
个重点也是亮点，而消费券
又是刺激经济复苏的有效手
段，建议数字消费券应该长
期发放。

本报讯 6月12日，省教育
厅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高
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
通知》，明确高中阶段教育学
校招生的相关工作，要求招生
政策、计划、录取结果都要向
社会公布。

据悉，今年，全省将有
148.3万应届初中毕业生。河
南普通高中计划招75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计划招 63 万
人。其中，郑州全市共有
128671名应届初中毕业生，
普通高中计划招7万人，中等
职业教育计划招5.8万人。

《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
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高中阶
段教育学校招生的规定和政
策，完善考试招生信息公开制
度，考试招生政策、招生学校资
质、招生计划、录取结果等信
息，均须在相关网站向社会明
确公布，接受考生、学校和社会
监督，为考生和学校提供公平
选择机会和有序招生环境。另

外，今年我省将进一步规范招
生行为，对“大班额”现象突出、
办学质量差、教育质量不高的
学校，削减招生规模；对在招生
和学生资助过程中存在违规行
为的学校，限制招生或停止招
生。严禁在中职学校招生过程
中进行生源封锁和地方保护；
严禁初中学校教师干预或代替
学生填报志愿等。

省教育厅明确，今年我省
将继续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学校
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
中学校的办法，细化招生名额
适当向农村初中学校倾斜的办
法和比例。保障弱势群体平等
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

此外，从2020年起，我省
不再举办中等职业学校综合
高中班试点工作，以前试点班
的学生怎么办？《通知》明确，
2020年之前招收的中等职业
学校综合高中试点班学生的
转学、资助、学费等政策按照
原有文件规定执行。

河南今年普通高中招生75万人，郑州招7万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樊雪婧

郑州再发1.3亿元支付宝消费券
6月13日至6月19日每天上午10点发放，每天限量22万份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记者昨日从郑州商务局获悉，支付宝将联合郑州商家共同发放1.3亿元消费
券。6月13日至6月19日，每天上午10点，郑州市民可以上支付宝搜索“消费券”，
一键领取价值85元的消费券礼包，每天限量22万份。

此前，郑州消费券显示了强劲的消费带动能力，郑州市政府于4月3日发放了第
一期5000万元数字消费券，150秒被抢光，共核销金额3925万元，带动消费5.52
亿元。4月28日，郑州1.6亿元二期消费券160秒被抢光。

中等职业学校综合高中班
今年起不办了


